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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osPort C2410SD 

操作簡單 
 直覺化2.8吋彩色中文觸控螢幕 
 支援ID卡打印功能，輕鬆將ID卡正反面影

印在紙張的同一面 
 支援Mopria®和AirPrint，流動打印隨處所印 
 支援USB打印*/掃描檔案到USB  

＊檔案格式：PDF/TIFF/JPEG  

 

環保節能 
 支援雙面打印可節省紙張 
 內建ECO模式，可輕鬆預設紙張和碳粉的節省

模式 
 

19.4 Kg 

A4彩色多功能影印機 

每分鐘 
打印 24 頁 

卓越性能和生產力 
 精巧設計可放於工作空間任何一角
 彩色打印最高可達每分鐘24頁 
 內置自動送稿器，黑白/彩色掃描每分鐘高達

20頁。提供標準250張紙盤一個  
 Wi-Fi、乙太網絡或USB連線 

 

安全性 
 機密打印功能防止資訊外洩 
 可操控影印機的連接權限  
 可設定刪除暫存於記憶體中的資料 

影印 打印 傳真 掃描 

345 mm 

395 mm 

412 mm 

自動送稿器(單面)



 
技術規格 
打印
操作面板 2.8吋 LCD 中文觸控螢幕 
打印速度（A4/最高可達） 黑色：每分鐘24頁 / 彩色：每分鐘24 頁 
首張打印時間（最快） 黑色：10.6 秒 / 彩色：10.6 秒 
打印解像度 黑色：4800 Color Quality (2400 x 600 dpi), 600 x 600 dpi 

彩色：4800 Color Quality (2400 x 600 dpi), 600 x 600 dpi  
記憶體 512 MB 
硬碟 不支援 
影印 
影印速度（A4） 黑色：24 cpm / 彩色：24 cpm 
首張影印時間 黑色：少於11.8 秒 / 彩色: 少於15.2 秒 
掃描 
掃描器類型 / 自動送稿機掃描 ADF（單次單面掃描） 

掃描速度 黑色：每分鐘最高可達 20 頁（A4）/ 21 頁（Letter） 
彩色：每分鐘最高可達 20 頁（A4）/ 21 頁（Letter） 

自動送稿器紙張容量  50張（75 gsm紙張）  
傳真 
傳輸速度 最高可達 33,600 bps, V.34 Half-Duplex Kbps 
碳粉匣  

碳粉匣容量 4,500頁黑色及彩色(CMYK)高容量碳粉匣 
1,500頁黑色及彩色(CMYK)標準容量碳粉匣 

隨機碳粉匣 750頁黑色(K)碳粉匣、500頁彩色(CMY)碳粉匣 
紙張處理 
標準紙盤 100 張雙面出紙盤, 單張手送紙盤, 250 張送紙盤  
紙張輸入容量 250+1 張（75 gsm紙張） 
紙張輸出容量 100 張（75 gsm紙張） 
支援的紙質類型 日式明信片, 標籤紙, 厚卡紙, 普通紙, 信封, 光面紙 
支援的紙質尺寸 A6, Oficio, 7 3/4 Envelop, 9Envelop, JIS-B5, A4, Legal , A5, 日式明信片(100mm x 148mm), 

Letter, B5 Envelope, Statement, C5 Envelope, Executive, Universal, DL Envelop, Folio,  
10 Envelop 

一般規格 
標準連接埠 乙太網路（10/100/1000）, 前方高速 USB 連接埠與 USB 2.0 規格相容（Type A）, 

802.11b/g/n 無線, USB 2.0規範高速認證（Type B）   
噪音值（操作時） 50 dBA (打印) / 50 dBA (影印) / 44 dBA (掃描) 

指定操作環境*1  濕度：相對濕度8至80％*2 
溫度：10至32°C*3 (排除冷凝因素) 

尺寸（毫米 - 高 x 寬 x 深）/重量（公斤） 345 x 412 x 395毫米 / 19.4公斤 
*1：根據所使用的紙張，在達到標準使用環境的溫度和濕度以及影印機內部適合安裝環境之前，打印品質可能會下降。*2：當濕度為80%時，溫度為25.5°C或更低。
*3：當溫度為32°C時，濕度為45%或更低。 

耗材*1  
產品名稱 商品編號 可打印頁數
黑色標準容量回收計劃碳粉匣*2 CT351267 最多達: 1,500頁 
青色標準容量回收計劃碳粉匣*2 CT351268 最多達: 1,500頁 
洋紅標準容量回收計劃碳粉匣*2 CT351269 最多達: 1,500頁 
黄色標準容量回收計劃碳粉匣*2 CT351270 最多達: 1,500頁 
黑色高容量回收計劃碳粉匣*2 CT351263 最多達: 4,500頁 
青色高容量回收計劃碳粉匣*2 CT351264 最多達: 4,500頁 
洋紅色高容量回收計劃碳粉匣*2 CT351265 最多達: 4,500頁 
黄色高容量回收計劃碳粉匣*2 CT351266 最多達: 4,500頁 
黑色高容量常規碳粉匣 CT351291 最多達: 4,500頁 
青色高容量常規碳粉匣 CT351292 最多達: 4,500頁 
洋紅色高容量常規碳粉匣 CT351293 最多達: 4,500頁 
黄色高容量常規碳粉匣 CT351294 最多達: 4,500頁 
廢粉回收盒 CWAA0973 最多達: 15,000頁 

*1：根據 ISO/IEC 19798 標準的公佈值。可打印頁數的實際數量可能與公佈的值有差異，具體取決於打印內容、 紙張尺寸、紙張類型、使用條件、開啟 / 關閉裝置電源
時的初始化作業、保持打印品質的調優作業以及其他此類使用環境條件。 

*2：更多回收詳細資訊，請參閱我們的網站。  
 

 
 
 
 
  

 

 

 

 

•FUJIFILM 與 FUJIFILM LOGO 為 FUJIFILM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ApeosPort為 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Corp.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Apple, AirPrint及 Mac 是 Apple Inc.在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Mopria®、Mopria®的標誌以及 Mopria Alliance™字標示和標誌是 Mopria Alliance, Inc.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和/或非註冊商標和服務標章。未經授權嚴禁使用。•本
冊所述之全部產品名稱及公司名稱皆為其所屬公司之商標或註冊商標。 

此記載截至 2021年 10月為止的內容。  PIC-0194 TW (2110) 

營業本部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88 號 7 樓   營業本部電話：(02)2731-9099 fujifilm.com/fbtw

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12號11字樓
電話： +852 2513 2888          傳真： +852 2560 6433

fujifilm.com/fbhk

客戶專線
香港 電話： +852 2513 2513          傳真： +852 2513 2518
澳門 電話： +853 2855 8008          傳真： +853 2857 4996
電郵： shm-fbhk-csc@fujifilm.com

FUJIFILM BI Hong Kong

富士膠片及富士膠片標誌之註冊商標或商標均屬於富士膠片集團所擁有。 以上所有內容均屬正確，並以2022年3月之記錄為準。


